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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知覺學校組織正義對工作投入影響之研究，藉以了

解不同背景教師對知覺學校組織正義與工作投入之現況與差異情形，以

及兩者之間的關係為何？進而探討國小教師知覺學校組織正義對工作投

入的預測力。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分層隨機及立意取樣的方式，抽

取桃園縣公立國民小學 910 位教師為樣本，寄發問卷，回收 753 份，回

收率為 82.8%，回收可用問卷為 753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2.8%。 本

研究工具為自編之「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學校組織正義、教師工作投入問

卷」，內容涵蓋基本資料、教師知覺學校組織正義問卷與教師工作投入

問卷等三部分。所得資料採用 SPSS14.0 for Windows 中文視窗版統計軟



體進行處理，以平均數、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Scheffe'事後比

較法、皮爾遜積差相關法、及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法來進行統計分析，做

出結論。 本研究之主要結論為：1. 大多數的教師在知覺學校組織正義的

程度為中上，其中又以「知覺互動正義」的程度最佳。2. 國小教師在

「工作投入」的現況屬中上程度，尚有努力空間。3. 教師對學校組織正

義的覺知會因背景變項不同而有顯著差異。4. 教師對工作投入的程度會

因背景變項不同而有顯著差異。5. 國小教師知覺學校組織正義對工作投

入影響有顯著的正相關存在。6. 國小教師知覺學校組織正義能有效預測

其工作投入程度，且以「知覺互動正義」之預測力為最大。  

摘要

(英)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school’s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on the job involvement of teacher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that are 

presented as a resul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ces and the 

teachers’ backgrounds. From this, we aim to further explore predictions of the 

job involvement of elementary teachers in perceptive school’s organizational 

justice. This study used questionnaires and random selection to pick out 910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from Taoyuan County’s elementary schools as 

samples. Of all the questionnaires sent, 753 were returned resulting in a retrieval 

rate of 82.8%. All 753 samples were usable, so the effective retrieval rate was also 

82.8%. The questionnaire, "O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ve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Job Involvement," had three sections that covered basic 

information, teachers’ perceptive school’s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teachers’ job involvement. The data collected was run through SPSS14.0 for 

Windows in Chinese and analyzed for means and tests using t-test, One-way 

ANOVA, Scheffe post-hoc analysis,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ur conclusions are: 1. most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ve school organizational justice levels are above 

average, Particularly the degree of perceptive interaction justice is the best; 2. 

most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job involvement levels are above average, but 

still has effort scope;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variables 

pertaining differences i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backgrounds and 

perceptive school organizational justice; 4. there is also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backgrounds and job involvement; 5.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ve school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the effects on job involvement; and 6.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ve school organizational justice is powerful 

in predicting teachers’ job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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